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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动态

实践出真知 交付共发展

——“中国-世行知识共享：城市发展领域的交付科学”研讨会在京成功举办

9月18日，由财政部和世界银行主办、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AFDC）协办的“中

国-世行知识共享：城市发展领域的交付科学实践”研讨会在北京成功举办。财政部副部

长朱光耀、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出席了研讨会开幕式并致辞。来自韩国发展研究院、新

加坡、越南、老挝等亚洲国家的代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及国内相

关部门的代表及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AFDC李扣庆主任、彭润中处长等参加了本次研

讨会。

朱光耀副部长在开幕致辞中强调，交付科学的发展与实践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

程，需要包括世行在内的各参与方以求索的精神和毅力，面向全球发展和国际发展合

作中的一些重点难点热点问题，扎实开展各项工作并进行有效合作。他指出，金墉行

长就任世行行长后提出的“交付科学”概念，同中国一贯倡导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强调实事求是，强调通过实践的总结升华为理论，再由这种理论指导实践的“从实践中

来、到实践中去”的观念是高度吻合的。中国支持金墉行长关于交付科学理念的探索，

也希望通过“世界银行—中国发展实践知识中心”的合作，在与世界分享中国的发展经

验、丰富世界发展理念方面，做出中国的贡献。中国愿与世行更加紧密地合作，通过

中国的发展实践，丰富世行的发展理论。

金墉行长在致辞中指出，出席此次研讨会有助于了解中国在推进交付科学发展与

实践方面取得的进展。世行希望借此机会分析并与其他国家分享中国的发展知识，确

保在与各方合作进程中积累的知识得到吸收并传播给其他发展实践者。

本次研讨会议由两个议程组成，一是交付科学与城市发展之国际与区域经验交

流，二是城市发展领域的交付科学之中国实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善同、

韩国发展研究院院长Joon Kyung Kim博士、新加坡城市交通国际总裁罗兆广、亚洲开

发银行副首席代表杨丹、同济大学城市发展研究中心王伟强教授等多位国内外专家学

者与会发言。AFDC李扣庆主任主持了第一个议程，在该议程中，各国专家分享了国别

及区域内城市发展过程中应用交付科学的经验。

在闭幕式上，财政部国际司杨英明副司长做了总结性发言。他强调，世行等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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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经历了“资金银行（money bank）”、“知识银行（knowledge bank）”，并正在

向“解决方案银行（solution bank）”转型，而在此过程中，国际经验中国化与中国经验

国际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强调交付科学，强调区域内合

作，以赢得共同发展的更多机遇。

此次研讨会以城市发展领域的交付科学实践为主题，旨在分享中国和亚洲地区在

城市发展领域的经验和教训的同时，以案例实证研究的形式，探讨交付科学实践在促

进本国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完善和推

广交付科学的必要性。目前，为推进交付科学工作，财政部与世行合作开展了世行在

华项目案例编写工作，共涉及100多个项目实践案例。其主要目的是，一方面要加强中

国交付经验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另一方面也要建立中国自己的交付实践案例库，使得

区域内有更多经验总结、提炼与交流的机会。（赵敏）

中心举办“APEC跨境上市及信息披露监管”培训

8月12-16日，由亚洲开发银行，中国证监会，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AFDC）上海

证券交易所共同主办的“APEC金融监管者系列培训（FRTI）——跨境上市及信息披露

监管”培训班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举行，来自澳大利亚、印度、斯里兰卡、韩国等10个

国家的48名学员参加了本次培训。亚洲开发银行专家Sue Jeffrey、AFDC李扣庆主任和

证监会国际部童道驰主任出席了培训开班仪式并致辞。

在为期5天的培训和研讨中，来自亚行以及澳大利亚、韩国和马来西亚等国证券监

管部门的专家围绕跨境上市和证券信息披露监管的最佳实践、世界主要资本市场在公

司治理方面的要求、在跨境上市过程中的兼并和收购等主题向各国学员们做了详细的

介绍，并结合市场控制、内部交易及金融诈骗的具体案例分析了如何加强证券市场的

监控和执法。

培训期间，各国学员们前往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了参观交流。（刘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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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导向的计划、预算、监测与评价”专题培训在成都举办

8月12-16日，由中国财政部和亚洲开发银行主办、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AFDC）

和亚太发展成果管理实践社区（APCoP）共同承办的第七期“结果导向的计划、预算、

监测与评价”专题培训在成都举办。来自阿富汗、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共和国、中国的财政部门和行业部门以及亚洲

开发银行驻乌兹别克斯坦国家代表处的共49名代表参加了本次培训。亚洲开发银行战

略与政策局首席结果管理专家Farzana Ahmed女士和AFDC彭润中处长出席了开幕式并

致辞。

在为期五天的培训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预算与公共支出处副主任

Ronnie Downes主要围绕计划与预算之间的重要联系、预算的执行和监督面临的挑战、

中期支出框架的逻辑与利弊分析、财政分权情形下的预算管理等主题向学员们讲解了

结果导向的计划与预算；丹麦影响评价专家Nina Blondal从监测与评价的基础理论、影

响评价的方法与手段、影响评价实践几个方面，结合中国案例研究，向学员介绍了影

响评价的方法。

分享中国经验是参加本次培训的重要内容。为此，举办方邀请了中央财经大学财

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教授就中国在结果导向的计划、预算、监督与评价领域的基本情

况、面临的挑战及未来的发展思路做了全景式的深度分析，受到各国代表和专家的高

度赞誉。

学员国家经验分享为学员提供了交流平台。来自乌兹别克斯坦财政部、塔吉克斯

坦土壤改良与水资源部、吉尔吉斯共和国中央政府办公室、亚美尼亚经济部、哈萨克

斯坦财政部以及中国财政部的代表分别就各自国家的结果导向的计划、预算、中期支

出框架、评价等情况作了介绍和交流。（陈宝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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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首期中柬财政干部能力建设项目培训在上海举行

8月19-23日，由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AFDC）、柬埔寨王国经济财政部经济财政

学院（EFI）共同主办的2013年首期中柬财政干部能力建设项目培训在上海举行。此次

培训的主题是“基于绩效的评价、预算及财政管理”，来自柬埔寨王国24个省市国库部

门的局长和经济财政部的官员等共计28名代表参加了本次培训。柬埔寨经济财政学院

Seng Sreng院长和AFDC彭润中处长分别代表中柬主办方在开幕式上致辞。

Seng Sreng院长代表柬埔寨经济财政部向中国财政部以及AFDC表达了诚挚的感

谢，并肯定了AFDC举办的培训对柬埔寨财政官员能力建设的贡献以及对柬埔寨推行

财经领域改革起到的重要作用。他在发言中指出，中柬双方合作的系列培训涉及政

府财政管理的各个方面，这些经验交流对柬埔寨财政官员帮助很大，他们回国后可

以将所学的知识应用到日常工作之中。

彭润中处长对参加此次培训的柬埔寨代表表示了热烈欢迎，他回顾了双方前两年

开展的合作并介绍了本次培训的主题内容。他表示，AFDC将在中国财政部的支持下，

将继续与柬埔寨同行就财政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取得的经验进行分享和交流，互相学

习，增进友谊。

在为期五天的培训中，来自国内相关部门的专家和学者围绕中国财政体制现状、

预算体制改革、政府绩效评价和绩效预算等专题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和分析，并与柬方

代表围绕财政改革中多方面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和交流。

在结业仪式上，Seng Sreng院长和柬埔寨学员代表再次表达了对中国财政部和

AFDC的感谢，并希望今后能组织更多的能力建设培训和交流，帮助柬方官员学习

了解中国的发展经验以改善和加强相关工作，促进两国间的兄弟情谊。（舒婷）

中心举办第一期“中小微企业融资和包容性发展”远程国际研讨会

9月11日，由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AFDC）发起，协同世界银行、东京发展学习

中心（TDLC）及韩国发展研究院（KDI）联合主办的“中小微企业融资和包容性发展”

亚太地区系列第一期远程国际研讨会顺利举办。这一期研讨会的主题是“中小微企业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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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和包容性发展：挑战和政策框架”。来自韩国、越南、斯里兰卡、尼泊尔、东帝汶、

日本、新加坡及中国等国家11个远程学习中心的近150名来自政府、企业或高校的代表

通过全球发展学习网络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在研讨会上，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CGAP）、AFDC以及日本经济产业省中小

企业管理局的专家分别介绍了亚太地区中小微企业融资的现状以及中国和日本两国中

小微企业的概况和促进中小微企业融资的相关政策和措施，并与各国参会代表展开了

热烈的讨论。（舒婷）

2013年中越财政干部能力建设项目第二期培训在上海举办

9月16-20日，由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AFDC）与越南财政部财政干部学校

（IFT）共同举办的2013年中越财政干部能力建设培训项目第二期培训在上海国家会计

学院举办。AFDC彭润中处长、越南财政部资金处阮为显处长出席了开班仪式并致辞。

来自越南财政部的17位学员参与了为期五天的培训。来自上海市财政局和财政部

财政科学研究所的专家围绕“公共投资管理”这一主题，从“中国政府投资管理体系”、“

公共投资战略”、“中国公共财政管理改革”、“公共投资中的反腐败”及“公共支出预算绩

效管理”等方面多角度地为越南学员进行了全面详细的讲解。

培训结束后，AFDC彭润中处长与越南财政部资金处阮为显处长共同为参加培训的

学员颁发了结业证书。（王伟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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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MV农业改革与生产力发展”国际研讨会在苏州举行

9月9-13日，由亚洲开发银行学院（ADBI）和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AFDC）共同

主办的第三期“越老柬缅（CLMV）农业改革与生产力发展”国际研讨会于苏州顺利举

行，共有来自10个国家的48名专家与学员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此次研讨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越老柬缅四国的农业发展概况与国情国策、中国农业

发展与改革、农业生产力技术变革等。来自中国农业部、南京农业大学以及中国小额

信贷联盟的专家分别围绕中国的土地改革与农业生产力发展、中国的农业机械化进

程、影响中国粮价的政治经济因素、农村金融与农业生产力的关系等主题与各国代表

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交流。

培训期间，结合培训内容，举办方组织了各国代表还参观考察了苏州太湖现代农

业示范园，现场观摩学习了苏州生态农业的最新理念与生产技术。（李可）

“PPP——经验、政策框架与实践”研讨会在越南顺化举行

9月24日，由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AFDC）与越南财政干部学校（IFT）合作举办

的“PPP——经验、政策框架与实践”研讨会在越南顺化举行。

研讨会由AFDC彭润中处长和IFT杜德明校长共同主持。来自越南计划与投资部，

中国财政系统及上海城投的四位专家学者发表了主题演讲，100多名来自越南财政部、

计划投资部等部门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作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模式，是鼓励企业

投资兴办特定项目，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举措。实践证明，在很多发展中国家，PPP模

式在促进公共部门同私营部门合作，降低政府行政成本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此

也被各国广泛实践。

在此次研讨会上，中越双方专家就PPP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与会的中国专

家分别从PPP项目的法律框架和监管、存在的问题和对策以及PPP项目运营管理等不同

角度向越南代表介绍了中国在PPP项目实践方面的经验教训和取得的成就。来自越南计

划投资部招投标局的Vu Quynh Le副局长也介绍了越南PPP项目的基本情况。（刘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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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参加“城镇交通可持续发展”远程培训班

9月25-27日，由世界银行学院和中国西部开发远程学习网联合发起的“城镇交通

可持续发展”远程培训班顺利举办。本次专题培训通过实时培训网络连接了上海、广

西、重庆、四川、贵州、甘肃、陕西、青海、西藏、新疆等远程学习中心以及四川攀

枝花、四川凉山、四川广安、四川巴中、四川宜宾、贵州遵义、贵州黔东南、陕西宝

鸡、甘肃张掖、甘肃平凉、内蒙赤峰、西藏日喀则、吉林延边13个地州市级远程学习

中心，共有约930名学员参加。学员大多来自于西部地区市（县）发改委、建设局、交

通局、规划局、住建局、交警支队等部门，其余来自相关研究机构和高校。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中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交通规划

是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策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迁入城镇，构建可持续、宜居和

智能型城市中心至关重要。在为期两天的培训中，来自世界银行、清华大学、同济大

学、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机构的五位专家以其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分别就 “城

镇交通公交优先发展战略”、“基于市场的公共交通规划与系统整合”、“产业、空间、交

通三要素协同的综合交通规划技术体系”等专题进行了讲授。

同济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杨晓光教授在AFDC会场作了题为“城镇交通优化设计与

实践”的讲座。杨教授从交通设计的概念入手，依次讲述了城镇交通优化设计的基本内

容和方法、作用和意义、理论基础、未来发展方向、规范化和制度化等内容，并针对

许多现实问题，提出了独特的解决方法。

讲座结束后，专家与学员围绕各地的公共交通服务现状进行了充分的讨论，讨论

的问题包括山城公交系统如何设计、票价如何制定、如何看待市民在公共交通上的话

语权、贫困地区交通规划的特殊性等。学员普遍反映本次讲座专家的理论和实际经验

都非常丰富，通过案例教学深入浅出的讲解了公共交通相关理论，且在讨论中，能够

针对各地实际需求和公共交通的实际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案，不仅开拓学员

的视野，更强化了实际操作能力。（舒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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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举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和亚洲地区发展”国际研讨会

  

10月15-19日，由亚洲开发银行学院（ADBI）、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IFRS 

Foundation）和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AFDC）联合主办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和亚洲

地区发展”国际研讨会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举行。近40名来自中国、孟加拉、柬埔寨、

印度等10个亚洲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财政部、央行以及证券监管部门官员代

表出席了此次研讨会。ADBI能力建设和培训中心邢予青主任、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

（IASB）张为国理事和AFDC李扣庆主任出席了15日上午的开幕式并致辞。

在经验分享环节，各国参会代表就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及相关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

了全面深入的交流。中国财政部会计司应唯副司长首先介绍了中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

等效取得的积极进展、中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经验，并提出了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的建议。亚洲开发银行东亚局财务管理专家Lili Zou女士介绍了亚洲开发银行在中国和

蒙古项目的财务报告和审计要求，以及亚行项目财务报告在应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上

遇到的挑战。韩国会计准则理事会主席Steve Lim先生分享了韩国在应用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方面的经验。此外，柬埔寨、越南、菲律宾和泰国等与会代表也分享了各自国家

的财务报告要求，以及应用和准备应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情况。

在研讨环节，IASB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教育项目主任Michael Wells理事、张为国理

事、Darrel Scott理事先后深度介绍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主要原则，并分析了在执行

和监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研讨会期间，会议主办方组织各国代表前往宝钢集团进行了考察交流。宝钢集团

首席会计师孟祥云从会计管理和政策运行机制的角度，向各国代表介绍了宝钢集团在

执行国际会计准则趋同中面临的挑战和应对策略，并对从企业的视角对会计准则持续

趋同提出了建议。（丁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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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上海国际发展评价培训项目核心课程开班

由中国财政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ADB）及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

（AFDC）共同举办的“2013年上海国际发展评价培训项目”系列活动之一的核心课程于

10月21日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开班。来自越南、老挝、柬埔寨、吉尔吉斯、塔吉克斯

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斐济、萨摩亚以及中国等10个国家的共45名学员将

参加此次为期七天的培训。

AFDC李扣庆主任、ADB独立评价局首席评价专家Ganesh Rauniyar以及授课专家——

世界银行独立评价局高级顾问Linda Morra Imas教授和Ray Rist教授在开幕式中分别致

辞。

在七天的培训和研讨中，两位知名的评价专家围绕变革理论，评价十步法，评价

方法，评价问题等重要概念展开。主办方还安排学员参观课程中涉及的评价项目——

亚洲开发银行的苏州河治理项目，希望通过实地考察使得学员对于评价的项目有更直

观的感受，帮助学员可以做出更好的评价设计。（吴宁沁）

AFDC举办2013 SHIPDET影响评价与绩效预算专题培训

作为上海国际发展评价培训项目（SHIPDET）的系列活动之一，SHIPDET影响评

价与绩效预算专题培训于10月29日至11月1日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举办。本次培训由中

国财政部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共同主办。中心彭润中

处长、亚洲开发银行独立评价局首席评价专家Ganesh Rauniyar以及授课专家中国农业大学

Chen Qihui博士出席了开幕式并分别致辞。

本次专题培训是继SHIPDET核心课程之后的又一系列活动，与核心课程侧重讲授

监测与评价的基本理论不同，专题课程主要针对的是有一定绩效评价理论基础的中高

层官员，而内容也不只是基础的导入性课程，而是主要围绕影响评价和绩效预算这两

大更为专业、更为复杂的领域而展开。

本次培训共吸引了来自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越

南、老挝、柬埔寨、斐济以及萨摩亚等国的近40名财政、计划部门的官员参加。（吴

宁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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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门绩效评价实践经验分享高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

由世界银行和中国财政部联合主办，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承办的政府部门绩效评

价实践经验分享高端研讨会于10月29日至11月1日在上海举行。来自全国各省财厅及部

分中央机关部门的61名代表参加了本次研讨会。财政部国际司副司长李新海出席了研

讨会并在开幕式上致辞。

为期四天的研讨会包括两天的案例分享及两天的技术培训。来自世界银行独

立评价局（IEG）、美国政府问责局（GAO）、墨西哥国家社会发展评价委员会

（CONEVAL）、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哥伦比亚国家规划部的国际专家向与

会代表介绍了监测与评价体系的国际发展趋势，并分享了美国、墨西哥等国的评价案

例。来自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科技部科技评估中心、中国农业大学的专家和

地方财厅绩效管理处的代表在研讨会上介绍和分享了中国的评价案例以及绩效评价在

中国政府部门的实际运用情况。

在研讨会期间，与会代表还与国际、国内专家围绕监测与评价体系的基础设计及

关键监控工具、管理评价进程的各个环节等进行了探讨，并就各自在参与评价项目的

实际工作中取得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交流。（王伟旦）

2013年第二期中柬财政干部能力建设培训在上海举行

10月21-25日，由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AFDC）和柬埔寨经济财政部经济财政学

院（EFI）共同主办的2013年第二期中柬财政干部能力建设培训在上海举行。此次培训

的主题是“中国税制改革”，来自柬埔寨财政部门的29名代表参加了此次为期五天的培

训。AFDC的彭润中处长和EFI的Seng Sreng院长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辞。

本次培训涉及中国税制改革的多个方面，包括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

税制发展及改革、中国现行税制、中国增值税以及中国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等。培训

期间，中国专家学者还与参加培训的柬埔寨学员就中柬两国的税制情况展开了深入的

交流，气氛活跃，效果良好。（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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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来交流

李扣庆主任会见亚行东亚局局长一行 

8月14日下午，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AFDC）李扣庆主任会见了来访的亚洲开

发银行东亚局局长Ayumi Konishi和高级顾问杨金林一行，双方就继续加强在推动区域

能力建设和知识分享方面的合作事宜进行了磋商。赵敏副处长和刘晓强参加了此次会

谈。

李扣庆主任向来宾介绍了中心近年来在发展评价、中小企业融资、包容性创新、

债券市场发展等领域与亚洲开发银行各个部门合作开展区域能力建设活动的情况，以

及中心拟向亚太财经与发展学院（AFDI）转型的最新进展。Ayumi Konishi局长向李扣

庆主任等介绍说，亚行行长Takehiko Nakao在日前访问中国时表示，亚行与中国需要进

一步深化合作伙伴关系，其中包括与知识领域相关的合作，亚行内部将组建跨部门的

工作组，协调和整合亚行各个部门与中国在知识领域的合作。

会谈期间，双方探讨了如何利用AFDC的能力建设平台和亚行的专家队伍形成合

力，以财税改革和农村金融为主要重点领域，通过共同开展研究、组织培训、举办论

坛等方式共同推进中国、蒙古及亚洲地区的知识分享，并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刘晓

强）

证监会刘新华副主席参加APEC国际培训结业典礼

8月12-16日，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亚洲开发银行和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

（AFDC）联合举办的“APEC金融监管者系列培训（FRTI）——跨境上市及信息披露监

管”培训班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举办。8月16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学

院董事刘新华亲临上海，参加了培训的结业仪式。刘新华副主席代表中国证监会，对

来自亚太地区10个经济体的48位代表表示热烈欢迎，简要介绍了中国企业跨境上市及

我国与有关国家合作对跨境上市进行监管的情况，并与李扣庆院长共同向学员们颁发

了结业证书。作为学院的董事，刘主席十分关心学院的发展。在听取李扣庆院长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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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和亚太中心有关情况的汇报后，刘主席非常高兴，并表示，在国内外相关专业人才

培养方面，证监会和上交所都可以加强和学院的合作，并将积极支持学院面向国内财

经界和国际社会开展的财经能力建设工作。（石文岚）

中心参加“中国——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

由国务院扶贫办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中国——东盟社会发展与

减贫论坛”8月21-23日在广西防城港市举行。来自东盟各成员国家政府部门高级官员、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亚行学院、东盟部分国家驻华使领馆官员及外交部等

部委、部分省市扶贫办、研究机构代表及媒体记者等140余人参加了此次论坛。彭润中

处长代表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参加了此次论坛并担任评论人。

此次论坛的主题是“城镇化进程中的减贫与包容性发展”。与会代表分别就“城镇化进

程中的减贫”、“人口流动、就业与城镇化”、“公共服务、社会包容与社会管理创新”、“

城乡一体化与后千年发展议程”四个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与交流，部分东盟国家和

中国专家就本国的城镇化与减贫问题进行了经验分享。

论坛期间，主办机构组织与会代表实地考察了防城港市的一个失地农（渔）民安

置点，并深入到居民家庭进行了访谈。（刘晓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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